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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员专利信息服务能力建设研究∗

□慎金花　孙乔宣

　　摘要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积极开展专利信息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尚不能完全满足实

际需求,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馆员队伍的专利信息服务能力的缺乏.基于调研数据对高校科研

人员和科研管理工作者的需求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基础,探究各类专利信息服务所需的专业知识

和技能,构建高校图书馆员专利信息服务的能力素质框架,并提出了提升馆员能力素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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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是衡量一个国家创新能力和经济竞争

实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我国政府对知识产权服务

工作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国家知

识产权局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技部等部

委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

导意见»,提出要夯实知识产权服务业发展基础,增
强知识产权服务对经济、科技的支撑作用,培育知识

产权服务市场[１].
专利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保护

科研成果免遭竞争对手剽窃,构建技术壁垒,提高组

织的核心竞争力,同时也是企业或机构获取融资或

专利转让收入的重要手段,因而得到了很多国家和

众多企业、组织的重视.据我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统

计数据显示,２０１７年,我国的发明专利申请数量高

达１３８．２万件,连续７年位居世界首位.专利累计

量的不断增长在带来巨大的专利服务需求的同时,
也对高层次专利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

高校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其科技成果的转移转

化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保障,高校

迫切需要针对其专利运营维护和专利成果转移转化

的信息服务.而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的文献情报中

心,拥有海量的文献信息资源,储备了一定数量的具

有专业学科背景和情报分析能力的专业馆员,同时

可以依托学校各学科领域的专家队伍,在为学校提

供专利信息服务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与此同时,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高校图

书馆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例如,«“十三五”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要求“增加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网点,加强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科技信息

服务机构、行业组织等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能力建

设”[２];«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支
持高校图书馆建设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为促进

高校创新提供服务”[３].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国家知识产

权局和教育部联合发文«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

心建设实施办法»,鼓励高校自主设立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心,并建议挂靠图书馆.
近年来,高校图书馆界及时抓住市场和政策机

遇,顺应发展需要,以学科服务和情报分析服务为基

础,积极探索开展专利信息服务,为校内决策部门、
学科团队以及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提供专利信息

检索、专利分析报告、行业技术发展动态、技术竞争

分析等专利信息服务,取得了一定的服务成效.然

而,目前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还不足以满足国家、学校

和社会对专利信息服务的高层次、个性化、深度化的

需求.其中原因固然包括上级主管部门领导重视不

够、缺乏必要的资质和授权等因素,但图书馆员的专

利信息服务能力不足仍是最主要的原因.
为深入研究高校图书馆馆员开展专利信息服务

所需的专业能力和素质,文章基于面向高校科研人

员和科研管理部门需求的调查分析结果,探究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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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所需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构建高校图书馆员专

利信息服务的能力素质框架,并提出提升馆员能力

素质的建议.

１　高校专利信息服务需求

高校是知识和技术创新的源头,具有人才集中、
智力密集、学科齐全等优势,是国家科技创新的主力

军,每年通过承担大量国家级科技项目和企事业委

托研发项目,产出大量专利成果.高校科研人员在

开展各类科技创新活动的同时,对专利情报的需求

也逐步增强.
为深入了解高校专利信息服务的需求,我们委

托有关机构开展了面向全国高校的问卷调研,问卷

对象涉及学校科研人员、科研管理部门(高校知识产

权管理与转移转化机构)工作人员以及图书馆员,共
回收４００５份有效问卷.

１．１　开展专利信息服务和设立有关机构的必要性

随着高校科研活动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的

推进,专利信息服务的需求逐年增长,问卷首先对高

校是否有必要设立专利信息服务专门机构进行调

查.综合所有调查对象的问卷反馈发现,有９２％的

被调查者认为学校有必要建立专门的知识产权信息

服务中心来提供专业的专利信息服务,如图１所示.

图１　学校建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必要性

同时,以上被调查者对于知识产权服务中心寄

予厚望,认为其提供的服务内容应包括:提升学校的

专利质量,支持转移转化;参与学校与知识产权相关

的重大活动,提供意见和建议;为学校的相关部门提

供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对科研人员及学生开展

培训等等,具体如图２所示.

１．２　来自科研人员的专利信息服务需求

教师和科研人员是学校科技创新活动的主要力

量,他们在从事教学科研的活动中产出专利成果,并
通过转移转化实现其成果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图２　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应开展的服务

从而服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在面向科研人员的调

查中发现,科研工作与专利申请或专利检索密切相

关,超过９０％的科研人员申请过专利或者在科研活

动中检索过专利相关信息,如图３所示.

图３　科研活动是否接触专利信息

关于专利信息检索,９５％的科研人员肯定了专利

信息检索对于研究活动的重要作用,其中有１６％的研

究对象认为可以委托专门的服务机构完成检索,而认

为不需要专利检索的仅占４％,如图４所示.

图４　是否自己开展专利信息检索

随着高校专利成果管理运营和转移转化工作的

不断推进,科研人员对专利情报分析的需求层次逐

渐提升.调查结果显示,科研人员在技术领域宏观

分析、专利深度分析、专利布局、技术转移转化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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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专利知识培训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需求,具
体情况如图５所示.

图５　科研人员对专利信息分析服务的需求

１．３　来自科研管理机构的专利信息服务需求现状

近年来,高校越来越重视知识产权成果的管理

运营,一些学校设立了专门的机构推进科技成果的

转移转化.３５９份面向高校知识产权管理与转移转

化机构的问卷结果显示,科研管理机构对专利情报

的需求贯穿于科研成果管理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如

图６所示,在科研项目立项前调研及申报、科研项目

在研过程中的专利预警跟踪、专利申请前的检索分

析、科技成果转化前及转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分析

等方面对专利信息服务都有较大需求.此外,高端

人才引进评估、在引进第三方技术与设备决策前的

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以及科研成果的统计分析等环节

也同样需要相关服务.

图６　科研成果管理过程中需要专利信息服务的环节

在支持学校建立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的基础

上,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普遍认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对学校创新人才培养及科技创新工作能够提供帮

助,被调查者认为除开展知识产权专项服务之外,还
可以在提高师生知识产权意识、加强知识产权相关

法律教育以及开设知识产权相关课程等方面发挥重

要作用,具体如图７所示.

图７　科研管理部门认为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应包括的服务项目

　　综合科研人员和知识产权管理部门的需求,不
难发现,科研项目从立项前的调研和申报阶段到项

目实施过程以及项目完成后产出成果并转移转化阶

段,科研活动的整个生命周期都需要不同类型的专

利信息服务的支持,以概括为如图８所示.

图８　面向科研全生命周期的专利信息需求

在项目立项前调研和申报阶段,需要基于核心

技术内容进行专利检索与调研分析,获取包括专利

检索与查新、专利侵权风险评估、领域技术宏观分

析、技术发展路线图、行业发展生命周期、专利法律

状态等基础信息,同时,对于某些团队来说,也需要

与项目相关的专利基础知识培训.
在项目实施阶段,往往会遇到新的技术盲点和

思路瓶颈,需要对专利情报进行分析整合以拓展思

路,寻求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服务内容可包括竞争对

手或合作伙伴的专利分析、特定技术领域的技术功

效分析、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分析、专利布局、专利

预警、专利挖掘等更为深入的专利情报分析.
项目完成产出科研成果后,申请专利、成果转移

转化等阶段都需要专利信息服务的支持,具体包括

专利申请前检索、专利查新、转移转化前的知识产权

分析评议、专利技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评估等.

１．４　高校专利信息服务现状

为适应高校科研人员和有关管理部门对专利信

息服务的需求,高校图书馆界积极主动地开展了一

系列的专利信息服务,并取得了一定的服务成效.
我们面向部分已经开展专利信息服务的高校图

书馆员,就图书馆为学校提供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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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做了问卷调查,如图９所示,调查结果显示:目
前在知识产权宣传及培训、学校决策支持、科研项目

服务以及学校知识产权管理支持等方面都已开始有

所涉略,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具体服务内容包括:
专利知识讲座、专利检索、专利查新、学校专利概况

分析、某一技术领域专利扫描、科研团队专利技术分

析等.
但整体来看,这些服务还停留在较宏观的技术

扫描层次,未能深入到学科团队为科研过程提供针

对性的专利挖掘、专利布局、技术空白点分析、技术

功效分析、技术路线图、专利预警等服务,也不能为

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提供知识产权分析评议、专利技

术价值和市场价值评估等活动,知识产权信息服务

与需求之间依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具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图９　高校专利信息服务现状

虽然高校图书馆界对专利信息服务给与了较大

的关注,也积极努力推进专利信息服务,但专利信息

服务与传统的学科服务、情报分析服务不尽相同,它
需要服务人员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技术水平和服

务技能,图书馆现有人员队伍状况还不足以支撑校

内科研人员和管理部门对专利信息服务的全面

需求.
在我们的问卷调查中,馆员们对“开展专利信息

服务面临的困难”的回答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分别

有６７％和６６％的馆员认为“现有人员编制不能满足

专利信息服务的要求”和“缺乏专利信息应用人才”
是主要困难,这说明高校图书馆缺乏专利信息服务

人才,馆员的专利信息服务能力与素质亟待提高.
值得注意的是,“学校及科研人员对专利信息应用的

需求不明确”成为馆员们心目中最大的困难,有超过

７０％的馆员选择了这一选项,与我们在需求调查中

获得的数据进行比较,我们发现作为服务方的馆员

主动了解服务需求尚有不足,具体如图１０所示.

图１０　开展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存在的问题

２　高校图书馆馆员专利信息服务能力素质框架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馆员专利信息服务能

力不足是制约高校专利信息服务水平和服务成效的

重要因素,馆员服务能力与素质的提升是开展高水

平专利信息服务的重要条件和决定性因素.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大卫C

麦克利兰(DavidC．McClelland)指出,能力素质是

持久的达成岗位绩效的最好判断因素[４],是一个组

织为了实现其战略目标,获得成功,而对组织内个体

所需具备的职业素养、能力和知识的综合要求[５].
美 国 学 者 理 查 德  博 亚 特 兹 (Richard

Boyatzis)在麦克利兰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素质洋葱

模型.素质洋葱模型展示了构成人的素质的重要程

度,外层的是相对容易衡量和测定的,越往里层越是

不易衡量,但是对于人的行为是有着决定性作用

的[６],如图１１所示.良好的知识/技能、自我形象/
社会角色、动机/特质由外到内地构成了一个组织发

展壮大所必须具备的能力素质.

图１１　素质洋葱模型

以素质洋葱模型为基础,结合校内科研人员和

管理部门的服务需求,分析馆员们提供所需服务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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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能力与素质,我们提出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服

务能力素质模型也应包括三层,具体如图１２所示.

图１２　专利信息服务能力素质模型

图１２中,动机表现为对图书馆开展专利信息服

务的认同和追随,个性则是其对专利服务政策的把

握能力和个人投入其中的决心和行动力.自我形象

表现为馆员们对自身服务质量的评价及宣传,而社

会角色则是馆员们通过服务所树立的社会形象,即
外界对其专利信息服务的认知与评价;处于最外层

的知识是指一个人在某一特定领域所具备的经验

型、事实型的信息体系,而技能则是一个人利用知识

完成某项具体任务的能力[７],体现在馆员的专利知

识储备及专业技能层面,是相对容易衡量并可通过

职业培训获得的能力.

２．１　对专利信息服务价值的认同与积极主动的工

作态度

对高校图书馆来说,专利信息服务是一项全新

的工作,需要大量开拓性、探索性的工作,从事专利

信息服务的馆员必须充分认同专利信息服务作为高

校图书馆服务转型的方向,坚信其服务对提升学校

专利成果质量、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具有重要价

值,并且愿意投身这项新的充满挑战性的事业,付出

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主动学习必要的专业知识,获得

专利信息服务的专业技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学

习,积极提高自身素养,使自己能承担和胜任专利信

息服务的各项工作,为用户提供满意的高质量的服

务产品.这些特质构成了专利信息服务能力素质模

型的核心层.

２．２　良好的沟通能力,积极宣传和推广服务内容,
树立服务品牌

从上文需求调研和馆员问卷中,我们发现尽管

科研人员和管理部门都存在明确的专利信息服务需

求,但馆员们却认为“学校和科研人员对专利信息服

务的需求不明确”,究其原因,和馆员们习惯于等人

上门,没有主动与科研人员和管理部门沟通需求有

关.调查发现,馆员和科研人员、管理部门之间缺乏

必要的沟通渠道和有效的沟通方式,致使双方互不

了解,需求与服务之间没有机会实现对接.
专利分析人员需要充分了解项目服务对象的专

利信息需求,明确专利分析项目所需达成的目标,保
证项目组与用户间的目标一致性,因此馆员的交流

沟通能力就成了必不可少的素质.同时,作为服务

提供方,馆员们应该积极宣传和推广专利信息服务

项目,主动与潜在用户做良好的沟通,发现需求、激
发需求,通过主动服务积累案例与经验,并逐渐树立

良好的服务形象,创建优秀的服务品牌.这些性格

特征构成了专利信息服务能力素质模型的中间层.

２．３　专利相关知识与专利检索能力

专利信息服务的工作对象直接面向专利及其信

息,馆员须具备专利和专利信息源相关知识,这是完

成专利信息服务必备的基础知识.具体包括专利制

度、专利法律知识、专利特性及其表征、专利文献种

类、专利编号体系、专利文献著录项目、专利引文标

准以及专利分类体系、专利数据库系统等相关知识.
专利检索是专利分析服务的基础工作,与普通

的信息检索相比有自己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专利检

索信息特征、检索要素及表达、技术角度的检索、检
索查全率与查准率等方面,从事专利信息服务的馆

员须接受相关的培训,具备专业的检索能力.

２．４　专利分析能力

专利分析是专利信息服务的核心能力,专利挖

掘、专利预警、侵权分析、专利评议、专利导航、专利

布局等服务都是专利分析方法面向不同服务目的的

具体应用.
专利分析项目的流程主要包括立项、行业技术

调查及技术分解、检索及数据处理、图表设计及解读

以及报告撰写等环节,其中每个环节都对图书馆员

的知识与技能提出了专业的要求.
图书馆员须具备良好的行业技术理解能力和技

术分解技能,能够快速理解用户委托项目的技术要

点并将其转化为专利检索和分析的技术点,要具备

专利数据处理技能,熟悉专利数据的采集、信息提

取、数据去重、技术标引的常规方法,能够对获得的

专利数据进行格式转化、有效信息提取、数据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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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去重、格式规范、常规字段标引、自定义字段标

引等操作.同时馆员要了解数据量化类分析图表、
技术分析类图表、商业综合类分析图表的功能用途,
掌握各类图表的设计方法,更重要的是能够对各类

图表所包含的专利情报信息进行有效的分析及解

读,即具备专利图表的设计制作技能以及专利数据

的分析解读能力.

２．５　情报研究能力

专利与专利文献中蕴含着丰富的技术信息,通
过专利分析可以获得重要的技术竞争情报,为用户

在技术市场的竞争中占据有利竞争地位、获得竞争

优势.良好的情报研究能力可确保专利信息服务人

员在面对用户需求时,更好地理解其潜在的竞争情

报需求,并且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提供深入细致的技

术情报服务.
专利布局、专利预警、专利导航和专利价值评估

等项目中,蕴含了大量情报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尤其

是竞争情报的思维,时刻渗透于专利分析的整个过

程;在满足科研人员对竞争对手或合作伙伴的专利分

析、技术发展趋势分析、技术功效图分析等服务需求

的同时,馆员须掌握和综合运用专利分析及技术竞争

情报研究方法,才能提供切实有效的专利信息服务.

２．６　技术领域基础知识及技术调查方法

专利分析项目要求馆员在行业技术调查及技术

分解阶段能够充分了解技术发展概况,掌握行业技

术调查方法及专利技术分解方法等必要知识,同时

该阶段对分析人员的问题识别与分解能力也提出了

进一步的要求.深入了解项目行业主题领域的技术

基础知识,一方面可大大提高专利检索、分析以及数

据处理等信息服务环节的实施效率,另一方面也使

得专利信息服务内容更具有针对性、精确性和可

靠性.
然而,不同的专利分析项目往往涉及不同技术

领域的专业知识,对专利分析人员来说,快速学习新

知识的能力和技术调查方法也是必不可少的技能,
只有具备良好的快速学习能力,掌握技术调查和分

解的有效方法,才能为后续的行业技术调研及技术

分解、专利检索、数据解读及报告撰写等流程做好知

识准备.

３　各方协力,打造业务精湛、能力高超的专业队伍

近两年来,在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下,高

校图书馆界充分认识到专利信息服务的重要意义,
逐渐将其作为服务转型的新方向,并且陆续有一些

学校在图书馆设立了专利信息服务中心,配备一定

数量的专业馆员,开展专利信息服务.在政策和行

业发展趋势的推动下,图书馆员对专利信息服务的

价值认同有了一定的基础,其从事专利信息服务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较好的体现,初步具备了开展

专利信息基础服务的条件,但目前馆员队伍的专业

水平还无法充分满足校内外对专利信息服务的所有

需求.为充分调动高校图书馆员的积极性,挖掘其

服务潜能,各有关部门应齐心协作,提升高校图书馆

专利信息服务馆员的服务能力和服务素养,共同推

动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服务向更高水平发展.

３．１　高校图书馆应配备专兼职结合的专利信息服

务队伍

从图书馆的角度来说,在现有服务的基础上,配
备一支专兼职结合的专利信息服务队伍,是目前条

件下进一步提升服务层次和水平的有效保障.
专利信息服务需配备基本的专职队伍,其成员

首先应具备技术领域的专业背景,以便更好理解专

利技术的领域知识,更容易与科研人员实现对话和

沟通,同时,专职成员须接受专利相关知识的培训,
甚至应具备专利相关的资格证书以切实保障对专利

法律和专利特性及其表征的知识点的理解.
与此同时,高校图书馆普遍存在专业人才数量

不足等实际困难,考虑到学科分析、咨询查新等服务

还需大量人力,无法保证充分配齐专利信息服务所

需的人员数量,因此,储备一支具备基本的专利信息

服务能力、能提供基础性专利信息服务的后备队伍,
就可以更好地完成各种层次、各类不同需求的服务

任务.

３．２　有关主管部门及行业组织应做好馆员在职培

训,提升其专利信息服务能力与素质

为贯彻«“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

划»“完善知识产权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制定知识产

权专业人员能力素质标准”的要求,落实«知识产权

人才“十三五”规划»“吸引人才加入专利信息分析人

才队伍,培养评测１５００名左右能力素质达到中级水

平的专利信息分析人才”的部署,国家知识产权局组

织编制了«专利信息分析专业人员能力素质指导大

纲(２０１８年修订版)»,将在有关地方试行使用.
目前的高校图书馆普遍拥有具备检索能力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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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能的专业馆员,他们能够较好地完成信息检索、
查收查引、查新、学科分析、专利检索等基础工作,但
多数图书馆的馆员还不具备专利挖掘、专利布局、专
利分析与评议、专利预警、专利导航等分析能力,无
法完全满足校内教师以及管理部门对专利信息分析

高层次服务的需求.
为了充分挖掘高校图书馆专业馆员这一群体的

智力资源,激发其服务学校科研和成果转化的潜能,
为高校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做出更大贡

献,国家知识产权局和教育部等有关主管部门应联

合或委托有关行业组织,有目标、有计划、分层次地

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活动,将高校图书馆员的专利信

息服务能力培训纳入其工作规划,统一部署、规范标

准、加强考核、严格准入、分步实施,培养一大批具有

高超的专业技能的专利信息服务馆员,切实提升高

校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为拓展高校图书馆专利信息

服务范围,提高服务水平打下坚实的人才基础.

３．３　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馆员专业技能

专利信息服务是一项实践性非常强的专业工

作,馆员除了要具备上述所述的技术领域专业背景

和专利相关专业知识以及检索分析等技能外,还需

要通过不断的服务实践和项目经验来学习专利分析

的方法、掌握技术分析方法论、学会用所掌握的知识

和技能分析出客观而准确的结论,为用户提供满意

的有价值的服务成果.
要实现这个目标,各有关方面要为馆员的能力

提升和专业成长提供实践的平台.国家知识产权局

和教育部有关部门可将一些有价值的课题设立为示

范项目或培育项目,通过项目招标方式委托有资质

或有能力的图书馆承担完成,或者利用自身掌握的

平台资源为高校图书馆和企事业单位之间搭建桥

梁,沟通需求和供给,实现基于需求的服务,既满足

了企事业单位的服务需求,同时也在实践中锻炼和

培养了一支业务精湛的服务队伍;高校图书馆的领

导层应高度重视专利信息服务带来的服务转型机

会,积极宣传专利信息服务,主动开展基于需求的校

内服务,在为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部门提供服务的

同时,锻炼队伍、积累经验、树立口碑;专利信息服务

的馆员则应抓住良好机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
极承担服务项目,提升自己持续学习的能力,掌握各

项专利信息服务的专业技能.

参考文献
１　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知识产权服务业的指导意见[EB/OL]．

[２０１８－０８－２８]．http://www．sipo．gov．cn/ztzl/gjzscqsdsfcsgz/
ndgzjhtjnew/１０８０３５５．htm．

２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

[EB/OL]．[２０１８－０８－２８]．http://www．gov．cn/zhengce/
content/２０１７－０１/１３/content_５１５９４８３．htm．

３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EB/
OL]．[２０１８－０８－２８]．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
２０１７－０１/１９/content_５１６１３４１．htm．

４　McClellandDC．Testingforcompetenceratherthanfor“intelliＧ
gence”[J]．AmericanPsychologist,January１９７３(２８):１－１４．

５　孟华兴,赵现锋．新生代员工管理[M]．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１４:７０
－８０．

６　孙晶．基于洋葱模型的我国企业基层员工培训体系研究[D]．东北

师范大学,２０１１．
７　钟晓曦．基于素质洋葱模型的 KT公司基层员工培训研究[D]．重

庆理工大学,２０１４．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图书馆,上海,２０００９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２８日

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ofDemandＧBasedPatent
InformationServiceAbilitiesofUniversityLibrarians

ShenJinhua　SunQiaoxuan

Abstract:Inrecentyears,librariesinuniversitieshavebeenactivelyexploringpatentinformationservＧ
ices,aneffortthathasbeeneffectiveyetstillinadequateforpracticaldemands．Oneofthemostimportant
reasonsforsuchshortcomingisthatteamsoflibrariansstilllackrelevantskills．Thisarticleanalyzesthe
demandsofuniversityresearchersandresearchadministratorsbasedonresearchdata．Moreover,we
exploretherequiredknowledgeandskillsforuniversitylibrarianstoprovidevariousservices,constructa
frameworkoftheircapabilities,andproposesuggestionsthatwillenhancetheircapabilitiesbasedontheaＧ
nalysis．

Keywords:PatentInformationService;UniversityLibrary;DemandAnalysis;LibrarianAbility

９７

面向需求的高校图书馆员专利信息服务能力建设研究/慎金花,孙乔宣

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ofDemandＧBasedPatentInformationServiceAbilitiesofUniversityLibrarians/ShenJinhua,SunQiaoxuan


